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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27日，河南
省先进文化研究会登封佳联
易货示范基地挂牌仪式举行，
与会嘉宾共同见证易货行业
在登封落地生根。河南省先
进文化研究会首届会长、智库
专家张放涛，河南省先进文化
研究会会长、省社科联委员
弋梅荣等为河南省先进文化
研究会登封佳联易货示范基
地揭牌并剪彩。易货行业是

我国古老而又创新的行业。
目前，全国大小易货企业已发
展到 60余万家。河南省先进
文化研究会佳联易货登封示
范基地挂牌旨在用文化的方
式引导和推动易货行业合理
正确发展，将基地赋予丰厚的
文化内涵，打造基地良好的文
化和信誉品牌。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弋梅荣 李代广

河南省先进文化研究会
登封佳联易货示范基地挂牌

本报讯 连日来，登封市嵩阳
办通达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
部书记张益祥老往嵩玉花园小区
跑，因为小区7号、8号楼之间停车
棚设立一事社区物业和业主一直
没有协商好。

“通过协商，我们在两栋楼公
共区域建立了电动车停车棚，既
方便群众交通出行，又消除电动
车乱停乱放、随意充电带来的安
全隐患。”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张
益祥满意地说。

通达路社区是登封市2020年
新建的 24个社区之一，社区成立
以来，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主
动上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组织
开展文体活动，落实惠民政策。

登封市原有城市社区 20个，

担负着主城区约30万市民的服务
管理工作，为更好地服务群众，该
市打破原有社区布局，以城市主
干道为社区边界，重新将城区3个
街道办事处划分为44个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同时，改造提升社区工
作阵地，招聘 240名社区工作者，
分布各社区为群众服务。

完整社区是集合社区各类相
关功能、特性与设计以及社会各
类资源，为求达到最佳人居效果
的社区组织形式。工作中，登封
市各个社区以此为目标，着力为
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力求提升
居民幸福感。

迎仙阁社区是今年登封市建
设打造的“完整”社区试点之一。
自2020年6月份成立以来，该社区

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示范带动
“引擎”作用，不断完善社区服务功
能，对社区阵地进行亲民化改造，
建立了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社区书
屋、爱心驿站、儿童乐园、舞蹈室等
多个服务场所，极大丰富了居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目前，该社区已先
后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30场次，建
立志愿服务队8支，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送文化、传技能、送义诊等志愿服务
活动70余次，惠及群众3000余人。

今年，登封市计划建设完成
10个完整居住社区示范点，3年内
完成全市社区建设任务，以社区
完整服务和城市精细化管理，增
强市民、游客的获得感。
登封融媒记者 席丽 王松鹏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中岳大
街移动公司家属院内，工人们正
在紧张施工，粉刷墙体、埋设管
道、运输建材……一派忙碌的施
工场景。

“我们主要是将小区的管线
入地，粉刷墙体、硬化道路，拆除
原有车库增加车位，通过实施这
些工程，提升群众的居住环境。”
施工负责人崔国昌介绍。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关系到城
市整体形象的提升，更关系到群
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从 2019年
起，登封市开始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从基础设施、建筑物本体

到公共服务设施，让幸福在市民
家门口“升级”。

登封市移动公司家属院建于
20世纪90年代，共有居民楼3栋，
居民60余户，小区环境脏乱、墙体
破旧不堪，电线胡扯乱拉，车辆无
序停放更是给居民的出行带来诸
多不便。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年
移动公司家属院被列为“初心公
园”片区升级改造项目。

今年 71岁的董松年已经在
该家属院居住了 10多年，提起
此次小区改造工程，董大爷连
声称赞：“我看效果图了，觉得
小区改造后环境肯定很好，政

府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了一件
大好事。”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城市
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2019
年以来，登封市共实施老旧小区
改造 14个，累计投资约 8600万
元，改造住宅楼77栋，改造建筑面
积 26.4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1949
户。今年，登封市计划完成 10个
小区改造，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创
新工作方法，严格把控质量关，加
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确保
年底前完成 10个小区 1692户的
改造任务。
登封融媒记者 吴素静 张伶俐

老旧小区绽新颜
升级改造暖人心

1946年春天，蒋介石秘密布
置全面内战，妄图在中原地区消
灭中原军区部队。根据党中央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决定进行战
略性突围，跳出国民党包围圈，保
存革命有生力量，争取更大胜利。

1946年 10月末，霜降节气
已过，天已变凉，可战士们的棉
衣还没有着落。连长派耿幸堂
回到供给部，和其他 6位同志一
起开展织布、收税工作。他们去
武当山收税要经过一条封锁很
严的公路。过公路后，他们被敌
人严严地包围在公路以北。七
天七夜东打西打，也没有冲过公
路，还丢了一个战友。

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决定把
6人分成两组，可没走多远，营长

提出为使目标更小，要化整为
零，四人各自为战，分散隐蔽。

分开后，他们躲在山上。半
夜下起了大雨，耿幸堂和战友们
次日才走进山村，到了一农户家
里。听说来的是穷人的部队，这
户人家赶紧给他们做饭吃，又让
住下。临走时，耿幸堂被营长安
排暂时留下等候大部队。随后
几天，下起了大雪，耿幸堂就帮
着农户家里放牛、纳袜底，可等
了六七天，也没等着大部队，无
奈他只好潜入卖锅商队，一边走
一边寻找部队。后因找不到部
队，才不得不返回老家。

1948年 5月，登封解放。10
月，耿幸堂到登封银行参加工
作。1950年，到登封县税务局任

税政股长，一直工作在税务战线
上。1980年，他再次申请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1990年离休。

离休后，耿幸堂仍十分关心
国家大事，先后多次捐款捐物助
老助残，支援长江水灾，支持家乡
吃水工程建设，帮助困难儿童。

耿幸堂还常年坚持为老年
朋友传授保健知识，义务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积极帮助登封老促
会收集革命人物事迹资料，默默
为党和社会奉献自己的余热，激
励年轻一代不断奋进。他觉得，
离休不能离志，只有自觉履行共
产党员的职责，才能称得上一个
真正的共产党员。
（来源：中共登封市委党史研究
室、《登封老区革命人物》等）

“完整”社区让居民生活更幸福
今年登封计划建设完成10个完整居住社区示范点

■百年芳华 红色记忆

登封，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在此留下
光辉足迹。本报推出《百年芳华 红色记忆》栏目，回顾登封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追寻
那些红色遗迹深藏的红色记忆，激励我们砥砺前行，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登封的老八路——耿幸堂。

咱登封的老八路耿幸堂（二）

本报讯 4月23日，登封
市中岳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
各村（社区）开展了“4·23世
界读书日”——绿色阅读学党
史主题活动。活动中，党员干
部和居民们阅读着自己喜欢
的党史书籍，交流读书心得，
诵读经典等，现场气氛十分活
跃，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

读书日活动推动了全民阅读
活动的深入开展，营造了全民
读书、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
推进了中岳街道学习型社区
建设，提高了广大社区居民的
阅读热情，促进了和谐社会的
构建。
登封融媒记者 杜向东
通讯员 甄帅峰

中岳街道
开展绿色阅读学党史主题活动

本报讯 4月 23日，登封
市告成镇组织各村志愿者及
镇区周边群众共 300余人在
观星台广场举行“学党史、悟
初心、感党恩、诵经典”系列
活动。此次活动有腰鼓队表
演、诵读经典、齐唱爱国歌曲

3个流程，其中告成镇“教子
有方”志愿者刘艳红带领大家
共同诵读国学经典弟子规，让
大家从经典中感受到了中华
文化的源远流长，增强了对民
族优秀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告成镇
举办学党史系列活动

本报讯 4月 22日，登封
市徐庄镇举办第三期“机关大
讲堂”，邀请登封市红色文化
宣讲员王云琦为机关干部授
课。大讲堂上，王云琦以“红
色历史 光耀登封”为题，对
登封徐庄镇革命历史进行了
回顾。他通过讲述登封县第
一个共产党员王敬臣的动人

故事，激励与会人员学好党
史，传承并发扬党的成功经
验。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工
作中要学习这种艰苦奋斗精
神，深入践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要求，履职尽责、
争先创优，以优异成绩迎接建
党一百周年。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徐庄镇
举办第三期“机关大讲堂”

本报讯 4月 23日，在第
26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登封中联水泥开展“诵党
史 悟思想 守初心 践于行”
党史专题读书分享交流会。
来自各部门的读书爱好者齐
聚党建书屋用声音、用真情共
抒爱党之心、拥党之志。诵读
结束后，大家共同交流分享学

习感悟和收获，并纷纷表示，
要学思践悟，融会贯通，从党
史学习中发掘出党期待的、企
业发展需要的经验和启示，勇
于指导新的实践，在立足岗位
落在实处中为公司转型发展、
民族自立富强不断添砖加瓦。
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通讯员 崔燕方

中联水泥
开展党史专题读书分享交流会


